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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新作《极花》，带着众多期待出场，

却在题材和写法上让读者大感意外。小说开篇写

道：“那个傍晚，在窑壁上刻下第一百七十八条道

儿，乌鸦叽里咔嚓往下拉屎，顺子爹死了，我就认

识了老爷爷。”相识起自死亡，时间的焦虑，则来

自丧失自由的恐慌与绝望的等待。小说《带灯》，

贾平凹试图进入乡村女干部的精神世界，《极花》

中限制性叙事视角再次使用，贾平凹要从一个被

拐卖女孩胡蝶的眼睛看世界了。女孩学历不高，

但有审美追求，有时也软弱虚荣。但《极花》并不

是贾平凹顺着《带灯》走下去的，“批判拐卖妇女”

的现实主义“回归之作”，而是以此为契机，考量

中国当下现实言说的限度与可能性的“新探索之

作”。《秦腔》后，乡土的衰败，几乎成了贾平凹的

心结。他忧心乡土伦理与传统的消亡，关心留守

儿童和老人，担心土地污染和自然环境的伤害，

而《极花》中，“最后的乡土”和“最后的光棍”，及

那些光棍问题所诞生的新时代“买卖婚姻”，成了

他最新的思考点。他的痛惜和批判，都是针对乡

土的，也超越了乡土的限制。

有关拐卖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

国文艺中并不鲜见，如李杨的电影《盲山》。但这

个题材在展现人道主义悲悯与现实批判之余，似

乎很难在更高哲学意蕴上，担当更宏大深远的主

题。而《古炉》中试图塑造乡土美学历史隐喻的贾

平凹，在现实面前却一再谦和地放低身段，甚至

不惜在小说中，放弃隐含作者的俯视性态度，沉

浸在人物自己的逻辑所带来的更真实的世界。

《极花》中贾平凹的第一人称“低姿态叙事”，避免

了余华《第七天》的失败。余华的失败在于，他对

现实的愤怒，往往在缺乏现实提炼能力和介入性

体验的情况下，变成某种对自我丧失现实感的焦

虑。这种焦虑会导致他格外重视现实的“景观呈

现”，而这种做法，对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来说，

往往存在致命缺陷。他丧失了审美距离，完全沉

溺于“内在于时代现实”的自我焦虑。

毋庸讳言，当代作家普遍面临现实感匮乏的

恐慌。除了作家才华的衰退外，这还与作家生存

状态、思想情感有关。而文学去政治化和去历史

化的恶果，导致“纯文学之路”的尽头，出现大规

模现实问题反弹。很多在“现实限制”中长大的作

家，已丧失了现实敏感性、展现现实的技巧和进入

情感共鸣细部的能力。现代作家有时依赖成名前

的生活体验，一旦成为著名作家，过着离群索居、

舒适封闭的生活，会消磨掉作家的生活质感。贾平

凹偏不信这个邪，他执著地深入中国现实。不同作

家处理现实问题也是“各有神通”。如阎连科的极

恶寓言，苏童的温婉细腻，格非的感伤和欲言又止

的沧桑，余华中年变法的愤怒犀利，马原的朴素诚

恳，王安忆对海上历史传统的回归等。但问题在

于，如何处理现实秩序批判与内在史诗性诉求之

间的矛盾。有的作家偏于现实批判，有的则长于文

化与历史建构，如何摆脱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既保

持现实问题写作的鲜活经验性，又能体现文学性

的审美提升与超越，创造出汉语小说独特的现实

书写形态，也深刻地反映出全球化今天，中国现实

问题的独特症结，也就成了目前的创作难点。就此

而言，《极花》的努力值得关注。

这还是一个老话题，即“中国经验”特殊性问

题。从小说创作角度来看，对地方性经验的强调，

表现在新世纪以来《繁花》《天香》《古炉》等诸多

作品。而伴随着特殊性的，还有将中国经验上升

到人类普世经验的努力。这也许能解释诸多先锋

作家在新世纪回归现实主义的隐秘心态，《活着

之上》《带灯》《春尽江南》，包括马原的《纠缠》等，

都表现出强烈现实关注。这也表明中国的现代性

体验，无论存在多少杂糅变异，冲突与抵牾，多少

不稳定、不成熟因素，这样一个现代大国，文化传

统古国，走向世界的努力，正在成为世界不得不

正视的文化坐标。而一个后发现代民族国家，当

革命资源退到幕后，在后革命、后现代等诸多命

题缠绕之下，现实经验又表现出光怪陆离的特

征。各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属于交叠的

社会、政治和行政结构，形成恩斯特·布洛赫所说

的“共时的非同时性”的情况。中国的特殊性还在

于，这些杂糅交叠的“共时的非同时性”不但发生

在充满现代与后现代表象的都市，也存在于偏远

的乡土，那些处于这种特殊关系网络之中的乡

土，也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乡土了，而成为某种

“异托邦”性质的乡土。福柯在创制“异托邦”词汇

时，指的是现代社会内部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

略的特定场域，潜伏着的被忽略的区隔，潜藏着

的具乌托邦色彩的异常因素，如大都市的墓地。

这里借用这个词汇，是指当下全球化文化现实

中，作为文化概念整体的现代中国，乡土作为曾

和城市对立的概念，已消失掉了它的原始意义，

进而变成某种现实关系网络中的“特殊地域点”，

一个“乡土气”的异托邦。它充满各种文化交锋和

杂糅，它是恶的，也是善的，它是真实场所被“有

效实现了乡土象征性”的存在之所，具神话和真

实双重属性，既有乡土审美象征意味，又表现为

与通常乡土想象截然不同的“新乡土”生存真相。

它既是真实的，又是文化抽象意味的。它的存在

不是城市与乡土二元对立的神话预设格局，蕴含

乡土道德理想人格，而是一个空间关系网中被考

察的特定场域。例如，《极花》的圪梁村，受到商品

经济影响，除了外出打工外，种植血葱的生意也

使立春、腊八逐渐致富。然而，婚丧嫁娶的民俗仪

式，超越法律的内部宗法关系，剪纸娘子，接生婆

的土法接生，童子尿的土法医术，妇女的癔症与

巫术，却始终是乡土乌托邦气质的元素。

具体到《极花》，“胡蝶”非“蝴蝶”，这个有些

虚荣的小镇女孩，只是一个城市文明的“赝品”，她

怀揣着城市生活的梦想，却被骗到偏远的“圪梁

村”。这里的乡土世界，不再是抒情乌托邦，而是福

柯意义的“异托邦”。在中国大文化时空内，落后、

贫苦，甚至蛮荒的“圪梁村”，不能逃脱现代化中国

时空，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异质性。这里乡土的衰败

和乡土的延续并存，拐卖人口屡见不鲜，性关系表

面保守，实则混乱。大量外出打工者削弱了农村的

生机，血葱等新经济作物，也导致留守乡土农民的

心灵变异。频繁的地震天灾，在惩罚着人类，古老

的接生术与剪纸艺术，诸多婚丧嫁娶日常习俗，还

保留淳朴的样貌。这个小山村不是纯粹抽象的“极

恶之地”，也不再是贾平凹《古炉》中的“文化乌托

邦”，而是更真实存在的“异托邦”。

由此，胡蝶被拐卖的生活，就成了现代文明

进入乡土的另一种线索或者说隐喻，即现代性被

现实乡土改造。这种改造，既有被动成分，也有主

动情感诱因。胡蝶习惯了小村的生活方式，更以

小村的喜怒哀乐为自我的情感方式。蝴蝶最初的

动力来自逃离，她每过一天，就在墙上刻上一道。

她曾数次逃离黑亮一家的控制，她甚至遭到一群

男人的凌辱。但最后她竟主动和黑亮做爱，甚至离

不开他了。当然，这绝不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

症”式人性扭曲的故事，而有更深的文化寄寓和情

感关怀。在贾平凹看来，拐卖妇女事件，已成为网

状关系社会结构中，思考新乡土异托邦的契机。

当胡蝶被解救回城里后，她才更深刻地发现了这

个真相。这并不简单是对立，而是一种深刻的等

级关系，乡土已无法和城市文明对立，而是成为

现代文明的偏远“异托邦”。贾平凹在《秦腔》里从

历史理性维度，讲述乡土的衰败，而《极花》中，他

更表达了对当下乡土真实文化处境的悲悯与愤

怒。所谓“极花”正如血葱一般，是以乡土精华成

就城市的壮阳品和生产资料。甚至我们还可以进

一步说，这个拐卖的故事，贾平凹的目的不仅在

于探讨人性丑恶，更在于讨论“最后的乡土”上

“最后的农人”，如何在当下无所不在的现代性中

生存下去的故事。这里包含耻辱和反抗，也包含最

沉重的绝望。当最后的乡土成为真实的异托邦，所

有救赎的理想和文化融合的乐观，都变成虚幻的

梦。小说结尾，胡蝶伫立在村口，故事有了开放式

结局，原来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梦是苦涩的，梦中

胡蝶变成了纸片人，飞贴在了窑洞墙壁上。

《极花》的女性形象也值得关注。麻婶、訾米、

胡蝶，这些被侮辱和损害的被拐卖妇女，形成小

说另一叙事潜在层面。她们很多是城里人，有文

化，但在乡土的规训下，已变得和泥土无异。“訾”

在词源上有渴求、估量的意思，也等同于“嗟叹

声”，但更有狂放恣意的意思。訾米的形象令人深

思，她在地震时对立春、腊八兄弟两人的感情令

人动容。这个兄弟共妻的、违反人伦的故事，在贾

平凹悲悯的笔下，却有了相濡以沫的深情。我们

习惯了乡土“被女性化”的想象，乡村打工女性，

往往成为城市凌辱对象，而贾平凹的故事里，这

种关系被颠倒了，胡蝶这“半个城里人”，最后却

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女农民。某种角度上来说，《极

花》的世界，是对《古炉》和《秦腔》的反思，贾平凹

似乎在重新寻找进入现实的勇气和力量。胡蝶被

拐卖的人生体验，也可以算是一个在哲学上进入

异托邦的过程，从最初的排斥，愤怒，反抗，到麻

木，听天由命到积极的融入。贾平凹那些描述悲

惨的段落，丝毫没有回避异托邦野蛮而不人道的

人性摧残。胡蝶逃走被抓获，在大雨中被凌辱的

小节，尤见贾平凹细密准确、又犀利无比的小说

能力，但作家的目光不仅于此。贾平凹试图重新

探讨农村和城市的关系。这也能看做中国现代化

的某种隐喻，究竟是传统文化被现代文化改造？

还是现代性被乡土所改造？或者说，是两者结合

出来的，既不是龙种也不是跳蚤的“怪胎”？

当然，对《极花》我们也有诸多不满足，比如，

尽管贾平凹不断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但强扭的

叙事风格，读来总感觉不够自然顺畅，少了《古

炉》如水墨画般卷舒自如、又浓淡相宜的语言美。

另外，限制性叙事也会出现问题，就是对真实性

的过分追求，有时会拉低整个作品的内在精神高

度，人性恶与善的复杂关系，小说处理得也有些

前后不一致、转变突兀生硬。而叙事问题背后，是

更深层的作家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困惑。不平衡的

地域和文化差距，使中国经验出现不可回避的断

裂性。是在中国故事中寻找异托邦，还是为更普

世，但显得单调的社会价值鼓吹，是很多作家不

可回避的大问题。贾平凹不断调整自己和启蒙之

间的审美距离。我们曾诟病《秦腔》过于浓重的乡

土情怀和乌托邦情绪，《极花》里，我们却看到贾

平凹真诚的反省和掘进。随着全球化发展与资本

游动，似乎没有一个地区是封闭自足的“他者”，

从贫困的非洲矿井，到资本食物链中端的中国世

界工厂，再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世界已

使我们深深地加强了内在联系。然而，麦克卢汉

呼唤的电子新媒介时代的全球大同并没有到来。

麦克卢汉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当人们处于媒介空

前发达的时代，有可能重新回到“鼓声相闻”的部

落时代。也就是说，全球化下阳光无死角的看法

有些盲目乐观。异托邦的存在，始终都会在不同

寻常的景观中，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狰狞与不同寻

常的魅力。小说后记，贾平凹不断地追问着内心

困惑：“为什么当代作家写恶写到极致，写善却不

能写到极致？似乎正流行一种用笔很狠的，很极

端的叙述，这可能更符合这个时代的阅读吧，但

我不行。”而贾平凹对当代水墨画的感悟，可看作

是对《古炉》式水墨写作的深入反思，如何“在群

体性，积累性的理想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如

何将个体自我变成文化人格的自我？文化史诗的

善与美的升华，正在与现实批判的真实性诉求之

间，寻找新的对接方式。

《极花》是什么？“极花”又是什么呢？是冬死

夏开花的小虫子？是沉重现实之上极动人的理

想？还是复杂现实经过百般煎熬后的自我蜕变？

对异托邦无法理解的焦虑一直存在，表面上牧歌

与炊烟飘荡的小山村，并不是真正的田园。但

是，在沈从文笔下，丑陋也是美丽的哀愁，作家

给了我们沧桑的命运底色，及抒情的基本情调。

所有人性的丑陋狰狞，都化为生死爱恨的博弈

与生命的悸动，隐含着作家希腊小庙式的温暖

理想。愚昧丑陋并未对乡土造成逻辑伤害，反而

在真实性上弥补了叙事不足，形成了不同于一

般启蒙叙事的价值呈现。而贾平凹从《秦腔》后，

始终在乡土史诗与现实批判的两极不断震荡，

如《带灯》《高兴》《极花》都是探讨中国当下现实

的作品，而《秦腔》与《古炉》则带有乡土史诗的

文化审美诉求。令人振奋的一点在于，贾平凹试

图将两种创作思路进行有效整合与提升。《极

花》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当拐卖妇女的创作题

材，摆脱新闻的煽情猎奇，启蒙的黑暗沉重，当

那个叫胡蝶的普通女孩，抱着被拐卖后生下的

儿子“兔子”，跌跌撞撞地行进在黑暗笼罩的小

村，我们才得以在“人性理解与同情”的基础上，

更深刻地认识到乡土问题的复杂与困境。乡土

成为“空间中国”意义的异托邦，乡土的创伤与

复仇，乡土的衰败与延续，乡土的野蛮与温情，

都在真实而无所不在的联系中，敞开它的真实，

呈现它的幻觉，镂刻它的历史，而期间的自卑与

荣光，关怀与展望，连同那些迷惘，都诚恳得令

人落泪。这也许是当下文坛在“非虚构”之外一

条别样的现实主义道路。

““异托邦异托邦””反思下的现实言说限度反思下的现实言说限度
□□房房 伟伟

贾平凹近年来创作状态颇佳。自

2000年的《怀念狼》以来，他推出了一

系列长篇小说，大多以商州故乡为背

景，又每有新意生发，如《秦腔》《高兴》

《古炉》《带灯》《老生》等，描述陕南古

今，叙说乡土人生，细呈现代文明转型

时期的乡村困境与乡土文明的式微，被

誉为乡土文明之碑、百年中国史录等，

贾平凹也因此获得很大声誉。细观贾平

凹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显然是宏大

的历史时代书写与精微的人物雕塑穿

插而行的，在论者专注于贾平凹对百年

中国甚至是更古老的中国历史的书写

时，贾平凹却将墨力漫向底层人物，推

出一部新作《极花》。

谎花的极花梦

极花是什么？是那种冬天是小虫

子，夏天又变成草的植物吗？是那种被

称作虫草的名贵药材吗？极花除了服用

还能做什么？或者说，它还有什么特殊

的寓意？在《极花》中，贾平凹不断地思

索着，他站在现代文明转型时代的乡土

上，向城市提出现实之问，然而，无人应

答。乡村的困境、文明的消亡，都萦绕于

他的心头。于是，贾平凹开始写作，这或

许是他寻找未来的方法。

《极花》的故事发生在大西北一个

叫圪梁村的小山村，这里是当下中国最

偏僻的乡村之一。与当前中国疾速发展

的城镇相比，这里堪称前现代社会，贫

穷至极，连白面蒸馍都吃不上，更有许

多原始的信仰和风俗，最重要的一个讲

究是窑前不能栽木桩，有木桩就预示着

这户人家将不会再有女人。之所以有这

样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男人已经

没有办法娶到老婆，他们对此惧怕至

极，为了延续香火不择手段，《极花》的

主人公胡蝶就是被人贩子卖到了这里。

胡蝶是贾平凹经唐宛儿、西夏、白

雪、带灯后又一个丰澹灵动的女性。贾

平凹对蝴蝶这个意象情有独钟，《废都》

中的庄之蝶取名于庄周梦蝶，后来的

《高老庄》《老生》等作品中均有蝴蝶意

象出现，《极花》中的这个女孩直接取名

胡蝶。胡蝶年纪很轻，美丽聪颖，上学时

作文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给同学们

念过，但为了照顾弟弟上学就辍学了，

后来随捡破烂的母亲进城。胡蝶一心想

做个城里人，而且她的长相气质都很像

城市人，连房东老伯都不忍赞叹：胡蝶

天生该城市人吗！但胡蝶在第一次找工

作时就被人拐卖给圪梁村的黑亮，后被

强暴生子。她做了妈妈后被解救回城，

在城里却遭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成为

被看的对象，没有退路的她只好又一次

坐车去圪梁村。对于这样一个女性的悲

剧，读者应会给予同情。哪怕她在圪梁

村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产生同

情和不安。

再看看小说中圪梁村的其他女性。

难道她们天生该承受乡村的贫穷落后

吗？这些女性可看作是胡蝶命运的共同

体，她们往往有让人怜爱和尊重的一

面，但又无法与强大的命运对抗。手巧

心灵的麻子婶，她剪出的窗花就是对美

好生活的渴盼，她同情胡蝶，甚至想帮

她逃出村子，却因此招来灾祸。在城里

做过小姐的訾米，也有敢做敢为的一

面。三朵媳妇一到圪梁村就被打成了

跛 子 ，金 锁 的 媳 妇 被 葫 芦 豹 蜂 蜇

死……其中最让人难过的却是黑亮的

娘。这个女人的漂亮与温顺得到了所

有人的称赞，她持家勤俭，有所信仰，

在家里供奉“天地君亲师”和极花，并

尽自己所能给未来的儿媳妇攒了10斤

棉花，胡蝶到了黑亮家后，村里人因此

纷纷模仿黑亮娘供奉极花。但是这个女

人却过早地离开人世。

如果仅仅把写作的重心放在拐卖

女性层面，小说就难免落入我们可以想

象的套路。贾平凹的与众不同处就在

于，他把思索的方向指向那些窝在农村

的男人。黑亮的爹非常有责任心，也很

要强，先是为弟弟的婚事付出巨大代价

而未果，后来又因为儿子的婚事急得几

近发疯。黑亮也非常勤劳有想法，而且

有情有义，但也是通过买卖才完成了婚

姻大事。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拐卖

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

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

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

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

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

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

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

花。”其实，这里的男人女人都一样，他

们把自己开成了谎花，却无一不做着极

花的梦，他们在山上挖极花，在家里供

奉极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拥有属于

自己的幸福，但这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

也成了一种不能实现的梦。他们有令人

同情的一面，但却又做着伤害胡蝶等女

性的帮凶。面对日渐空壳化的农村，贾

平凹悲叹：“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

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极花》中黑亮和胡蝶的一段对话

很耐人寻味。黑亮给胡蝶讲了一些村子

里的事情后说：别的我不给你说了，你

以后就全知道。胡蝶大喊：没有以后！这

里不是我待的地方！黑亮说：待在哪儿

还不都是中国？这时出现在书中的中国

两个字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农村，尤其

是那些偏僻得让城市人失去关注耐心

的农村。读《极花》时正值春节，巧的是，

大家正在手机上阅读一个有关上海姑

娘的帖子，这位上海姑娘春节期间前往

江西山区男友老家过年，对农村的整个

环境都不适应，在上海本地论坛求助，

不顾一切要离开男友家回上海。事件引

发争议，批评上海姑娘者众多。把这个

事件与《极花》结合起来，不得不接受一

个事实：当前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之

大已经无法逐一描述。贾平凹说：“我关

注的是城市在怎样的肥大了而农村在

怎样的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

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

失了什么。”《极花》以胡蝶的视角展开

叙述，触及当前中国最偏僻农村的角角

落落，凋敝的山村，焦苦的生活，城乡的

矛盾，人性的善恶……各种乱象在贾平

凹笔下竟然变得井然有序，并最终指向

无法逆转的现代文明进程。

胡蝶看到的圪梁村没有像样的房

子，人住在窑洞里，窑里老鼠到处跑，窑

外的树也少得可怜，树上飞的也只有乌

鸦。而黑亮爹一直在刻石头，他刻男性

的生殖崇拜，刻石头女人，为的就是村

里男人能娶到媳妇。然而，村里的女人

仍然少得可怜，几个男人甚至在一起谋

划要抢女人，虽然后来他们的阴谋没有

得逞，但这样的描述足以让人恐惧难

忘。买了胡蝶的黑亮并不那么面目可

憎，小说一开始他在倒卖血葱，但因为

可怜顺子爹，就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去

帮顺子爹送葬，可见他是一个有同情心

的人。小说中他第一次骂脏话时胡蝶以

为在骂她，他却说：我骂城市哩！现在国

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

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

姑娘全吸走了！他以为胡蝶是个城市姑

娘，所以与人贩子交易时为胡蝶多掏了

5000元钱，他却不知道胡蝶就是被城

市吸走的农村姑娘。早在10年前贾平

凹就关注这个问题了，《秦腔》中，引生

得知夏风娶了白雪后开始恨夏风：既然

已经走出了清风街，在省城里有事业，

哪里寻不下个女人，一碗红烧肉端着吃

了，还再把馍馍揣走？

按照黑亮的逻辑，农村凋敝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被城市吸金后的贫困，而圪

梁村一些人的生与死也都与城市有关，

与现代文明有关。他们挖极花和种血葱

都不是自己吃，而是为了卖给城市，得

到少得可怜的钱，但为此许多人丢了性

命。黑亮的娘就是因为挖极花时抬头看

了一眼飞机，不小心滚了梁死了。金锁

的媳妇被葫芦豹蜂蜇死，这件事情发生

后顺子不愿意和媳妇再上山挖极花，就

执意去城市打工，他一走就是4年，没有

音讯。他的媳妇跟着一个来收购虫草的

男人私奔，他年老的父亲觉得自己没有

看好儿媳，也服毒自杀了。顺子进城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这让人想起

《秦腔》中的清风街，人们走出清风街就

不想回来了，回来的，不是出了事故用

白布裹了尸首，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不

免为顺子担心。贾平凹曾借君亭之口

说：“农民为什么出外，他们离乡背井，

在外看人脸，替人干人家不愿干的活，

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

多，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还在卖

淫，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

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胡蝶被

解救回城后，有人问她：那个男人是老

光棍吗？残疾人吗？面目丑陋可憎不讲

卫生吗？孩子叫兔子是因为是个兔唇

吗？虽然黑亮是个年轻人，而且颇有可

圈可点之处，但胡蝶没有办法解释，也

不想解释，因为她遭遇了城市人对农村

的偏见，而她本来就是个农村姑娘。胡

蝶在火车上听见有人模拟火车的声音

在讲笑话，讲甘肃、山西、河南、陕西，而

她却没有笑，她说：在中国哪儿都一样。

从某种程度看，《极花》就是《秦腔》

的一个注脚，贾平凹说：“如今，上几辈

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

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

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

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

人最后的梦呓。”

以水墨而文学

自《废都》以来，贾平凹有意向古典

中国致意，他的每一部长篇的后记都是

小说文本的一个补充，甚至可以看作文

本的一部分。他在这些后记中提到不同

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从明清小说

到两汉品格，从灵动华丽到海风山骨，

更有古老的《山海经》，而这一次，贾平

凹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极花》后记中有

两处不容忽视，一是有关文学与水墨画

的说法，二是后记最后的两句诗。

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坦陈，《极花》

是他最短的长篇小说，但却让他“喜悦

了另一种的经验和丰收”。这喜悦很大

程度上来自小说的水墨写法。贾平凹认

为，“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

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

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

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

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

墨的。”那么，“水墨文学”究竟意味着什

么？贾平凹自幼就爱写字画画，喜欢水

墨，他说自己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

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

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贾平凹的书

画在文坛上也自成一家，2012年还出版

过书画集《海风山骨》，识者誉其画作

“不拘泥于技法，不故意做作，拙中见

巧，干净利落，力求简约，注重立意，行

笔不拖泥带水，直抒胸臆”。这些特点完

全可用来评价《极花》一书的写法。黄土

高原上的圪梁村，贫瘠的硷畔，四棵白

皮松，几只乌鸦，一群光棍汉，一架可怜

的葫芦，孤独的胡蝶，还有一个坐在夜

空下观星望天的老老爷。

当然，面对《极花》，不该拘泥于小

说写法，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对现实的关

切。陈思和在论及《秦腔》时曾如是评

价：“贾平凹是一个有飞翔能力的作家，

但他的飞翔，绝非飞在高高的云间轻歌

曼舞；而是紧紧贴近地面，呼吸着大地

气息，有时飞得太低而扫起尘土飞扬，

有时几乎在穿行沼泽泥坑，翅膀是沉重

的，力量是浑然的，在近似滑翔的飞行

中追求精神升华。”《极花》中又一次带

来大地的气息与黄土高原上飞扬的尘

土。这样方能理解贾平凹所说：“当今的

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

精神的动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

开它。”

就水墨本身的发展而言，“唐画山

水，至宋始备”。宋代是中国水墨画的一

个高峰时期，当时的水墨画题材广，技

法亦出新，可谓名家辈出。宋代水墨不

仅仅描绘山川之秀，更有文化底蕴和时

代感受，通过画作表现画家的现实情

怀。与画作的现实感相关的是，水墨画

往往讲求寄兴，画风之高下并不局限于

技法，更大程度上是画家修养性格的含

蓄呈现。贾平凹如此描述水墨的本质：

“水墨的本质是写意，什么是写意，通过

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

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这

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写意既不是理性

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

是概念。艺术家对自己、感情、社会、政

治、宗教的体验与内心的修养互相纠

缠，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内在灵

魂的载体。西方‘自我’是原子化个体的

自我，中国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这

个东西带有群体性和积累性。”

说起中国文化的人格理想，贾平凹

想到了苏轼，认为苏轼应该最能体现中

国人格理想，其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最能

体现他的人格理想。小说后记中的两句

诗都是宋诗中的名句，前一句出自苏

轼，后一句出自石延年。石诗以我观物，

物便著我之“乐意”，自然是一种理想境

界的期望。而苏诗却是谪居儋耳时为当

地酷爱读书的姜唐佐而写，也包含着希

望。读罢《极花》，再读林语堂的《苏东坡

传》，在自序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元气

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

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

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贾平

凹对苏轼的理解是相似的：“他是超越

了苦难、逃避、辩护，领悟到了自然和生

命的真谛而大自在着，但他那些超越后

的文字直到今日还被认为是虚无的消

极的，最多说到是坦然和乐观。真是圣

贤多寂寞啊！”今天的中国还能产生苏

轼这样的人格吗？又有多少人呼吸着大

地气息，在群体性、积累性的理想过程

中建构个体的自我？而“水墨文学”又能

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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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


